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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青年救國團 

111年 新進人員招募簡章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中國青年救國團 

地址：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二段69號5樓 

電話：(02)2596-5858 轉分機 511 

服務時間：週一至週五 09:00~17:30  

網址：https://www.cyc.org.tw/ 

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14 日公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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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青年救國團 111 年新進人員招募重要時程表 

試別 要項 時間 備註 

筆 
 

試 

報名期間 111年6月15日(星期三)14:00至 

111年7月3日(星期日)23:59止 

逾期恕不受理。 

網路查詢及 

列印筆試入場通知書 

111年7月8日(星期五)14:00起 

111年7月19日(星期二)09:00止 

請於救國團全球資訊網網站

「最新消息」查詢筆試測驗試

場位置及列印入場通知書，不

另行郵寄。 

測驗日期 111年7月19日(星期二) 

08:30~12:20 

請詳閱本簡章說明及筆試測驗

入場通知書所載相關規範，未

攜帶規定之身分證件正本者，

不得入場應試。 

筆試通過名單查詢， 

並請自行列印 

面試入場通知單 

111年8月9日(星期二)14:00起 請於救國團全球資訊網網站

「最新消息」查詢，不另行郵

寄。 

 

面 

 

 

試 

 

分 

二 

階 

段 
 

第一階段面試 

時間 

111年8月16.17日(星期二.三)

上午(日期暫定，依面試入場通

知單所載時間為準) 

面試時如逾時，且經唱名3次未

到者視為棄權，不得以任何理

由要求補測；請攜帶規定之身

分證件正本，未攜帶者不得入

場應試。 

第一階段 

面試通過名單查詢 

及 

第二階段面試時間 

111年8月16、17日 

(星期二、三)13:00 

111年8月16、17日(星期二、三) 

下午 

請於救國團全球資訊網網站

「最新消息」查詢，通過第一

階段面試人員，請依指定時間

及地點進行第二階段面試。 

面試結果查詢 111年8月23日(星期二)10:00起 請於救國團全球資訊網網站

「最新消息」查詢。 

講 
 

 

習 

講習 111年8月29、30日 

（星期一、二） 

線上講習 

於線上辦理，請通過面試者參

加，未全程參加講習者不予錄

取。 

講習後即進行分發，請於9月1日

依分發地點報到。 

註：本簡章各項內容若有變更，以中國青年救國團全球資訊網網站最新公告為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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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招募類別、錄取人數、工作地點 

一、招募類別：一般團務、專任「張老師」、財務人員。 

二、錄取人數：輔導員若干名，依甄試總成績排序擇優錄取。 

三、工作地點：全台各縣市，及金門縣、澎湖縣。 

貳、甄試資格：  

一、具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(含)以上校院學歷之中華民國國民。 

二、願接受調派/輪調者尤佳。 

三、專任「張老師」、財務人員，均需具相關系、所畢業學歷。 

四、熟悉excel、word。 

五、能獨立作業。 

六、擅長日、韓文口譯者尤佳。（請檢附相關語言能力鑑定文件） 

七、一般團務人員具社團或活動帶領經驗、志工服務資歷者尤佳。 

八、願服務於金門縣、澎湖縣者尤佳。 

参、甄選方式：甄選分書面資料審查、筆試及二階段面試。 

一、書面資料審查：請於期限內繳交相關資料，凡逾期、未於期限內繳附必備資格證明文件或資

格不符者，將取消應試資格。資格審查通過者，將於本團網站公告，不另行通知。 

二、筆試： 

(一)筆試科目及說明：  

筆試項目 
筆試科目 說   明 

國 文 專業科目 團務工作內容 工作地點 

一般團務 

一、作文- 

自我認識、救

國團認識、價

值觀、社會觀

察等。 

二、公文-
函、稿、簽呈
等。 

團務工作 
相關領域 

社會服務、學校青年服
務、終身教育、活動企劃
與執行、運動休閒管理、
青年服務事業經營…等領
域。 

救國團各縣市團委
會、青年活動中
心、運動中心。 

財務人員 
會計 

相關領域 
一般會計帳務處理、財務
報表分析…等相關工作。 

專任 
「張老師」 

諮商輔導 
相關領域 

輔導行政、心理衛生推廣
活動、公關媒體…等相關
工作。 

救國團各縣市「張
老師」輔導中心。 

 

(二)筆試日期及地點 

日期 111年7月19日(星期二) 

時  間 內  容 筆試地點（六擇一） 

08：30-08：50 報  到 1. 北區：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 

(台北市中山北路四段16號) 

2. 中區：台中市團委會 

(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三段126號) 

08：50-09：00 試務說明 

09：00-10：30 【第一節】國   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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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：30-10：45 清    場 3. 南區：高雄市團委會 

(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189號） 

4. 東區:花蓮縣團委會 

(花蓮市公園路40-11號) 

**東區花蓮考場未達5人則併於台北考場。 

10：45-10：50 入    場 

10：50-12：20 【第二節】專業科目 

(二)筆試科目一科零分(含缺考)者，不得參加面試。 

(三)請自備藍、黑色原子筆、修正帶(液)等文具，財務人員可攜帶計算機，但不可用手機代替。 

(四)於民國111年7月8日(星期五)14:00起111年7月19日(星期二)09:00止，於中國青年救國團全球

資訊網（https://www.cyc.org.tw/）最新消息查詢，並自行列印【筆試入場通知書】，於

測驗當日攜帶到場，並攜帶國民身分證或汽機車駕照或護照或附有照片之全民健康保險IC卡

正本（前揭四項身分證件任選乙項），以備查驗，否則不得入場應試。 

三、面試：依筆試總成績之高低排序，擇優參加面試。 

(一)面試時間及說明：面試日期為民國111年8月16、17日(星期二、三) (暫定，以面試入場通知

單所載時間為準)；面試分二階段，上午為第一階段，當日下午13:00將於本團全球資訊網網

站最新消息公告第二階段面試名單。 

(二)參加第一階段面試者，請自行列印【面試入場通知書】，並攜帶身分相關證明文件正本（同筆試）

辦理。 

(三)面試地點：中國青年救國團總團部（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二段69號） 

肆、甄選結果：請於本團全球資訊網最新消息查詢，不另發書面通知書。 

(一)筆試通過名單查詢：民國111年8月9日(星期二)14:00起111年8月16日(星期二)09:00止。 

(二)第一階段面試通過名單查詢：民國111年8月16、17日(星期二、三)(暫定)13:00。 

(三)第二階段面試通過查詢：111年8月23日(星期二)10:00起。通過複試者，將另發新進人員講習

通知書。 

(四)筆試成績及面試成績權重各佔50%，依據總成績高低順序擇優錄取。同分錄取原則：總成績相

同時，以筆試成績高者優先；筆試成績相同者，以專業科目成績高者優先；專業科目成績相

同者，以國文成績高者優先。 

(五)本團將依甄試總成績排序擇優邀請參加二天線上講習，如無法全程參加講習者，不予錄取；

錄取者請於9月1日依通知之地點報到。 

伍、待    遇：新台幣31,050元~33,300元(不含伙食費＄450元，由本團依學歷或工作經驗核給) 

陸、報名時間：6月13日(星期一)10:00起至7月3日(星期日)23:59止。 

柒、報名方式： 

一、僅提供網路報名：請至「中國青年救國團全球資訊網」https://www.cyc.org.tw/ 詳閱甄試

簡章→至網站https://recruit.cyc.org.tw/ 填報名資料→上傳報名表→提交。 

二、完成報名後，經審查符合需求條件者，名單於7月8日(星期五)14時起公佈於「中國青年救國

團全球資訊網」，審查未通過者恕不另行通知。 

三、依應試人登錄報名資料及提供證明文件初步審查，請於報名前，詳閱各招募類別資格條件，

審核通過者將不再另行通知。凡逾期、未於期限內繳附必備資格證明文件或資格不符者，將

取消應試資格。 

https://www.cyc.org.tw/
https://recruit.cyc.org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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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請提供最高學歷之畢業證書證明，若因報名時未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影響錄取後之薪資，同意

不爭議。 

捌、注意事項： 

一、應考人為報名「中國青年救國團111年新進人員」，同意提供個人資料類別：包括姓名、身分

證統一編號、出生年月日、教育、職業與聯絡方式等，將由中國青年救國團依個人資料保護法

相關規定，為蒐集、處理及利用，並僅限於製作測驗相關表單、通知與資料分析。 

二、報考資格之認定憑報考人填寫之相關資料及提供之資格證明文件，如有不實，於測驗時發現，即取消

應試資格；通過筆試測驗者於第一階段口試時，應繳驗之學歷證明、工作證明文件等資料，經

審查若發現有違規事宜、冒名頂替、偽造、變造之情事，以及不符報考資格者，即取消第一階

段面試資格；如經第二階段面試、講習錄取進用後始發現，同意自動辭職，並須負相關法律責

任，不得異議。 

三、應考人於報名前，務請詳閱本簡章內容。一經報名，即視同應考人同意本簡章之各項內容；

本簡章各項內容若有變更，以救國團全球資訊網網站最新公告為準。 

四、試務行政作業洽詢電話：救國團總團部秘書處(02) 2596-5858＃511，石小姐；服務時間：週

一至週五 9：00～17：30。 

五、筆試、面試、講習當日如因新冠肺炎依政府防疫政策須隔離，或當日身體不適，額溫≧攝氏

37.5度或耳溫≧攝氏38度，恕難進行補考(訓)。 

六、筆試、面試、講習當日如遇颱風、豪雨等不可抗拒之天災，請密切注意中國青年救國團全球

資訊網發布之訊息，以確認是否延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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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

填 

救國團全球資

訊網報名日期： 

   月    日 
  

一、考試
類別 

□ A.一般團務 
□ B.專任張老師 
□ C.財務 

考
場 

□ a.北區 
□ b.中區 
□ c.南區 
□ d.東區 

✽ 
分發
志願 

1. 2. 3. 

二、個人基本資料 

照片 

姓 名  身分證字號  

性 別  出生年月日  婚姻狀況  

行動電話  住宅電話  
E-mail (必填)   
地
址 

戶籍  
通訊  

三、學、經歷 
(一) 
最高學歷 

 畢業學校  科系  畢業年月  

學校社團 1  職務 1  
學校社團 2  職務 2  
學校社團 3  職務 3  
(二)相關證照檢定(須縮貼於資料表) 
1.畢業證書-應屆畢業生可暫以學生證正反面代替 2. 
3. 4. 
(三)工作經歷 
1.服務單位  職稱  
2.服務單位  職稱  
3.服務單位  職稱  
4.服務單位  職稱  
四、自傳(500字內) 

 

 

 

 

說明：1.請慎填考試類別及考場，報名後不受理更改。 
    考試類別分為-一般團務、專任張老師、財務。 
    考場分為－北區、中區、南區、東區，金門、澎湖。 

2.✽分發志願選填區域：「北北基宜」、「桃竹苗」、「中彰投」、「雲嘉南」、「高屏」、「花東」、「金
澎」、「皆可」，未填者則表示「皆可」。 

救國團 111 年新進人員招募  報名資料表 
編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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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文姓名： 

五、請試述您如將來在救國團工作的發展規劃。(200字以內) 

 

 

 

六、您對救國團最感動的一項公益活動之感想。(200~500字內，可於中國青年救國

團網站 www.cyc.org.tw或其他網站搜尋) 

 

 

 

救國團 111年新進人員招募  報名資料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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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姓名： 
  

1.證件:畢業證書(應屆畢業-學生證正反面) 2.證件: 退伍令影本 

  

3.證件: 4.證件:  

(如有正反面請縮貼於同一格內。本表可自行增頁。)  填表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救國團 111年新進人員甄試  招募資料  (相關證明資料表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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